
使用者操作手冊 - 設定指南

彩色 LCD顯示器

重要事項

請仔細閱 PRECAUTIONS ( 預防措施 )、本設定指南和使用者操作手冊， 熟悉如何安全、有效地使用本產品。請保留本
指南以供日後參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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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本產品配備一個鎖定按鈕，使顯示器固定在支架上。
在其他情況下，因顯示器已從支架拆下，使用該鎖定
按鈕可能造成產品損壞或人身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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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電腦上安裝 ColorNavigator 7 或 Quick Color Match。如需包括 ColorNavigator 7、Quick Color Match在
內的最新產品資訊，以及本顯示器的「使用者操作手冊」，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eizoglobal.com

搜尋方塊

ColorNavigator 7
您可使用傳感器搭配 ColorNavigator 7，以校正螢幕並建立／編輯調整目標。
請注意，傳感器為另售的選購品，不包含於螢幕商品中。

Quick Color Match
您可輕鬆將螢幕上的色彩與印刷照片的色彩調整至相符。
需要與該軟體相容的印表機和修圖軟體。

https://www.eizo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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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MI 警語
注意事項
使用過度恐傷害視力。

 -使用 30 分鐘請休息 10 分鐘。
 -未滿 2 歲幼兒不看螢幕， 2 歲以上每天看螢幕不要超過 1 小時。

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
設備名稱：彩色 LCD 顯示器， 型號（型式）：ColorEdge CS2400S

Equipment name: Color LCD Monitor, Type designation (Type): ColorEdge CS2400S
單元
Unit

限用物質及其化學符號
Restricted substances and its chemical symbols

鉛
Lead 
(Pb)

汞
Mercury 

(Hg)

鎘
Cadmium 

(Cd)

六價鉻
Hexavalent 
chromium 

(Cr+6)

多溴聯苯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PBB)

多溴二苯醚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
電路板
Printed circuit board ー ○ ○ ○ ○ ○

外殻
Housing ○ ○ ○ ○ ○ ○

液晶單元
LCD Unit ー ○ ○ ○ ○ ○

構造部品（例 :板金 , 加工零件 ,固定部件 ,等…）
Structural Part
(Sheetmetal Part, Machined Part, Fastening Part…)

ー ○ ○ ○ ○ ○

配線部品（例 :電源線 ,信號線 ,内部線 , 等…）
Cable (Power Cable, Signal Cable, Inner Cable…) ー ○ ○ ○ ○ ○

備考 1.
Note 1：

〝○〞係指該項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未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 indicates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does not exceed the percentage of 
reference value of presence.

備考 2.
Note 2：

〝ー〞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ー” indicates that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corresponds to the exe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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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責任擔保
EIZO Corporation （以下簡稱 「EIZO」） 與 EIZO 授權的經銷商 （以下簡稱 「經銷商」）， 接受並依照本有限
責任擔保 （以下簡稱 「擔保」） 之條款， 向從 EIZO 或經銷商購買本文中所規定產品 （以下簡稱 「產品」） 的
原始購買者 （以下簡稱 「原始購買者」） 提供保固；在保固期內 （規定如下）， 如果原始購買者發現按本產品
的說明手冊 （以下簡稱 「使用者操作手冊」） 所述方式正常使用本產品過程中， 本產品出現故障或損壞， EIZO 
與經銷商根據其獨自的判斷免費修理或更換該產品。

本保固期為購買產品當日起五 （5） 年， 或使用時間達到 30,000小時， 以先到者為準 （以下稱 「保固期」）。
EIZO 與經銷商將不向原始購買者或任何第三方承擔本擔保所規定之外的與本產品有關任何責任或義務。

本產品停產五 （5） 年後，EIZO與經銷商將不再保留或保管本產品的任何部件 （設計部件除外）。 維修本產品時，
EIZO 與經銷商將使用符合本公司品質管制標準的替換零件。 如果本裝置因其狀況或相關零件缺貨而無法維修， EIZO 
與經銷商可能會使用性能相同的產品進行更換， 而不是對其進行維修。

本擔保僅對設有經銷商的國家或地區有效。 本擔保並不限制原始購買者的任何法律權利。

無論本擔保的其他任何條款如何規定， 對於下列任何一種情況， EIZO 與經銷商將不承擔本擔保規定責任：

(a) 因運輸損害、 改裝、 改變、 濫用、 誤用、 意外事故、 安裝不當、 災害、 附著灰塵、 維護不善與 / 或由除 
EIZO 與經銷商以外的第三方進行不當維修造成本產品之任何故障。

(b) 因可能的技術創新與 /或法規造成產品的任何不相容。

(c) 感測器之任何老化， 包括感測器之測量值。

(d) 因外部設備造成本產品之任何故障。

(e) 因在 EIZO未預期的環境條件下使用而造成本產品之任何故障。

(f) 產品配件之任何老化 （如線纜、 使用者操作手冊、 CD-ROM 等）。

(g) 消耗品與 /或產品配件之任何老化 （如電池、 遙控器、 觸控筆 等）。

(h) 本產品之任何外觀損壞或變色， 包括 LCD面板表面、 觸控面板及保護面板。

(i) 置於可能受到強烈振動或撞擊影響的場所造成本產品之任何故障。

(j) 因電池漏液造成本產品之任何故障。

(k) 因 LCD 面板與 /或背燈等消耗品零件之老化造成任何顯示性能低劣 （例如亮度變化、 亮度均勻性變化、 色彩
變化、 色彩均勻性變化、 像素燒毀等像素缺陷等）。

(l) 因附著灰塵造成冷卻風扇之任何老化或故障。

為了獲得本擔保規定的服務， 原始購買者必須使用原始包裝或其他具有同等保護程度的適當包裝將本產品運送到當地
經銷商， 並且預付運費， 承擔運輸中的損壞與 /或損失的風險。 要求提供本擔保規定的服務時， 原始購買者必須提
交購買本產品與標明此類購買日期的證明。

按本擔保規定進行了更換與 /或維修的任何產品的保固期， 將在原始保固期結束時終止。

在返回給 EIZO 或經銷商進行維修後，任何產品的任何媒體或任何部件中儲存的資料或其他資訊發生任何損壞或遺失，
對此 EIZO 與經銷商將不承擔責任。

EIZO 和經銷商對於 （包括但不限於） 本產品及其品質、 效能、 適售性或任何特定用途的適用性不做任何進一步擔
保， 不論明示或暗示皆然。

因使用本產品或無法使用本產品或因與本產品有任何關係 （無論是否根據協議） 而造成：任何附帶的、 間接的、
特殊的、 隨之發生的或其他損害 （包括但不限於利潤損失、 業務中斷、 業務資訊遺失或其他任何金錢損失） 以
及侵權行為、 過失、 嚴格賠償責任或其他責任， 即使已經向 EIZO 或經銷商提出了發生此等損害的可能性， 對此 
EIZO 或經銷商概不承擔責任。

本免責條款還包括因第三方向原始購買者提出索賠而可能發生的任何責任。 本條款的本質是限制由於本有限責任擔保
與 /或銷售本產品所發生的 EIZO 與經銷商的潛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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